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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4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06,988,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学年 陆红珍、孙大力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 18 号 

电话 025-52489218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yanghe002304@vip.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白酒的生产与销售，白酒生产采用固态发酵方式，主要包括制曲、酿酒、勾储、包装等环节，

白酒销售主要采用经销和零售两种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C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本公司是全国大型白酒生产企业，是白酒行业唯一拥有洋河、双沟两大中国名酒，两个中华老字号，六枚中国驰名商标

的企业。公司主导产品梦之蓝、洋河蓝色经典、双沟珍宝坊、洋河大曲、双沟大曲等绵柔型系列白酒，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报告期内，白酒行业在深度调整之后迎来新一轮增长期，白酒市场消费明显升级，高端、次高端白酒产品价量齐升；行

业集中度明显加快，名酒企业发展强者恒强。根据已经披露的白酒行业定期报告，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稳居白酒行业

第三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99.18 171.83 15.92% 16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27 58.27 13.73% 5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6 54.07 13.50% 4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3 74.05 -7.05% 5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40 3.87 13.70% 3.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40 3.87 13.70% 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8% 24.01% 0.07% 25.3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2.58 388.04 11.48% 3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5.15 260.53 13.29% 229.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亿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89 39.42 53.48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3 11.65 16.73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9 10.56 15.91 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 -2.94 34.13 25.9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6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63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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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6% 514,858,939 0 冻结 3,400,000 

江苏蓝色同盟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4% 323,138,626 249,480,000   

上海海烟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45,708,137 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7% 65,827,14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11% 61,943,623 0   

南通综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22,050,000 0 质押 1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1% 13,736,57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766,400 0   

兴元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74% 11,119,298 0   

UBS AG 境外法人 0.73% 10,951,2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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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9.18亿元，同比增长15.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27亿元，

同比增长13.7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及成绩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聚焦极致执行，深耕渠道，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市场营销再攀高。一是稳扎基础，蓄积

势能，营销实力显著提高。精准定位营销战略，严格执行管控，推动主导产品稳健提价；进一步优商选商，

推动团购招商新突破；抢抓消费升级机遇，梦之蓝产品放量增长，推动营销业绩再攀高。二是聚焦资源，

讲好故事，品牌建设落地有声。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上，“中国梦·梦之蓝”奏响新年最强音；梦之蓝成功

冠名博鳌高端峰会，成功举办“梦之蓝·手工班”经销权拍卖会，“梦之蓝·手工班”以 “卓越的品质、新颖的设

计”广受好评。“CCTV国家品牌体验日—央媒进洋河”、“谷雨论坛”、“头排酒开窖节”等创意性事件营销，

彰显高端大气的品牌内涵，增强了品牌影响力。 

二、聚焦质量至上，争创标杆，以精雕细琢的匠人心态，推动酒体品质再向好。一是质量为先，酒体

品质持续向好。紧紧围绕“增绵感、增满度”的整体要求，以质量提升为导向，科学优化工艺参数，实现了

原酒品质持续向好，产品绵柔度持续提升。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经过大规模市场调研，多轮

次品评甄选，实现公司主导产品品质全面升级。二是技术为纲，科研攻关持续深化。全面推进5大类别21

个课题，着重破难点，全力解难题，大部分课题取得了较好成效。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立项和制定，实现

了“指导企业”向“引领行业”转变。 

三、聚焦三性九化，固本增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动管理水平再提升聚焦。一是上下联动，

注重示范引领。发布实施《苏酒基本法》，成为全体苏酒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全面优化、完善与职工息息

相关的工作标准和内容。通过深入运动，强化作风建设，进一步提升工作执行力。二是点面结合，全面激

发活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整改为核心，强化推进长效管理工作，实现了各类问题点重复发生率大幅

下降。推进持续改进项目不断深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和效益。三是知行合一，突显自动自发。

通过营造氛围、健全机制、优化环境，推动自动自发管理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随着“三性九化”工作的

不断深入，实现了公司基础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四、聚焦服务升级，精准发力，以持续高效的工作常态，推动保障能力再夯实。一是旺季保障更有力，

产销衔接高效推进。致力于“内部提效，外部协同”，规划实，节奏平稳统筹顺畅；计划准，库存合理生产

顺畅；调度活，产能提升保障顺畅；重改善，降本增效运行顺畅，全年实现降本约1000万元。二是项目深

化结硕果，供应链管理效果明显。高效落实七大课题，积极推进供应链管理优化项目，全面优化流程，创

新管理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双提升。 

五、聚焦交互理念，多维深化，以凝心聚力的狮羊生态，推动文化建设创佳绩。一是文化氛围进一步

拓展。通过春节、中秋、元宵等节日文艺汇演，运用歌曲、相声、小品、朗诵等形式，宣传企业的工匠人

物和故事，弘扬企业精神，展现职工风采，增强员工自豪感和荣誉感，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文

化传播进一步夯实。围绕 “创一流，争第一”的文化建设标准，通过独具特色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铁粉

传播迅速裂变。封藏大典期间，围绕“匠之心、梦之蓝”主题，深度阐释和传播了公司的匠人、匠心和匠艺，

并实现销售超预期、口碑达预期。三是“交互”文化进一步深入。全年帮扶困难职工300余人，对133名特困

家庭进行救助；通过健康体检、主题义诊等工作，提升员工获得感；通过技术比武、业务竞赛等活动，提

升员工技能水平。选树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进一步弘扬企业精神和苏酒匠心。 

六、聚焦思维引领，大步跨越，以创新变革的发展势态，推动新业迈上新台阶。一是专注创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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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转型持续升级。全营销一期项目成功试点上线，FFC及生态圈项目超额完成年度销售指标，宴会平台项

目、互联网业务研究以及信息化项目进一步深化。数据应用效果明显，推动了渠道管理方式优化，并为市

场精准管控夯实了基础。聚焦“促导平台”和“交互式产品”两大业务模块，成功孵化并分别以“微商项目组”

与“用户经营项目组”的形式落地实施。二是潜心谋划，资本运作持续深化。成功搭建酱香型酒生产经营平

台，参股了智利综合实力第二的葡萄酒公司，为公司葡萄酒品质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财务投资连续三

年保持较高收益水平。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白酒 19,183,149,960.51 8,044,573,048.91 67.93% 16.27% 12.64% 2.5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

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按照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 

2017年度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上述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和通知衔接要求

进行了调整，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期影响金额 上年同期影响金额 

（1）自2017年1月1日起，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至“其他

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营业外收入 -44,745,640.94 不调整 

其他收益 44,745,640.94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

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

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营业外收入 -43,724.37 -727,962.06 

营业外支出 -8,642,568.48 -6,551,591.02 

资产处置收益 -8,598,844.11 -5,823,628.96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取得方式 

ZYG TECHNOLOGY INVESTMENT LTD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贵州茅台镇厚工坊迎宾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梦之蓝海川汇（十堰）贸易投资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宿迁市苏酒物流有限公司 设立 

江苏蓝色梦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设立 

江苏洋河微客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YANGHE CHILE SPA 设立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泰州梦叶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泗阳县洋河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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